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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7 年 1 0 月 份 天 惠 點 傳 師 班 資 料 
107/10/14 

一、 領導點傳師慈悲賜導： 
世人每日都在指東點西,專挑別人的不是 

有誰找自己的錯處?  

【認不是】 

佛就在認錯處裡生出來的 

 (摘錄自老點傳師筆記、嘉言) 

 

二、 道務報告： 
1. 修訂---【行事曆 1013 版】(含忠恕瑞周天惠): 

(1) 首次之召集令推遲---109/1/5(日) 

(2) 明年召集令(109/1/5),第二次大會師(108/7/28) 

(3) 因大型活動, 加入彩排日期 

ü 召集令彩排:108/12/28(六) 

ü 大會師彩排:108/6/2(日)、108/6/23(日) 

(4) 主要更動 4: 

ü I 欄後清除乾淨 

ü 2/23 改為 2/28(今展望會改之, 因 23 要補上班, 於此, 天惠沒變動) 

ü 聯誼, 更名為研習 

ü 7/26~28:2019 年新道親法會(青年學子): 請去掉(青年學子)字樣, 並註記【與

瑞周青年大會師同時間, 請以瑞周青年大會師道務優先】 

2. 108 瑞周青年大會師 1013 發想: 

3. 【108 瑞周清口當愿精進法會】 

(1) 日期如附行事曆: 

(2) 108 年清口法會檢討(10703 檢討摘要): 

(3) 【法會課程草案】: 

(4) 13 場次(一天不超 3 場), 共五天 

(5) 地點、場次數: 全真(3),天華山(3)、其餘(1):彌勒山,天達,慈興,光輝,天惠道院,

明德,慈懿 

(6) 增加法會因由 

(7) 專題增 10 分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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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多用國語(青年道親) 

(9) 題目: (暫訂) 

ü 修道是本份辦道是使命 (前人慈語) 

ü 佛心愿力渡眾生 (內功修持寄託外功行持) 

ü 人道圓滿達天道(人倫) 

(10) 107/11/4: 

ü 提報綱要 

ü 決定講題研習時間 

4. 108 年度重大提案與結論: (如附)請確認之 

5. 關於 108 年度天惠讀經會考活動:暫訂 108/8/31(星期六)舉辦 

6. 108 年台北服務隊: 

(1) 訂於每月第二週日上午 9~12 時於天惠堂開班 

7. 關於:明年年初五，輪由天惠負責忠恕之拜年祈福活動: 

(1) 大型活動，須投入許多人力，以圓滿推動道務中心交辦之重要道務 

(2) 北部忠孝仁愛須動用人力眾多 

(3) 規劃佛堂祈福、九樓廣場場地規劃、祖師殿獻花菓燈(或只有燈+祈願卡)、八樓

節目安排…,屆時規劃完成後,分攤所有工作 

(4) 俟現場勘察、時間精算、細節敲定…後, 報告週知 

(5) 10/20 上午 10 時先進行現場勘察… 

8. 請宣導週知(為了下一代修辦環境…): 

9. 考生叩求: 

108 年度考試叩求： 

(1) 地點:天惠堂 

(2) 時間:108/1/5(星期六) 14:00~18:00 

(3) 包粽、便當: 孝德 

(4) 敬請準時於 14:00 前至天惠堂 3 樓報到 

(5) 報名截止：請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前報名, 以便後續作業；；可至天惠網站

下載報名表, 填妥報名表後請 mailto：lovely.sos@msa.hinet.net 施幸均(或

交單位點傳師轉交江永德點傳師亦可) 

(6) 報名相關訊息可聯絡：施幸均學長 0933237427 

(7) 請鼓勵應試學子參與（以成全更多青年學子進入道場修辦） 

(8) 附件: 

◎ 1080105_考生叩求報名表、1080105_各項考試叩求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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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2019 期高級部法施系招生簡章 

(1) http://www.1-kuan-tao.org.tw/zongsu_yein950501/culture/magzine.asp?session=35

6 

(2) 2018 年 12 月 25 日截止報名。 

(3) 基礎雜誌 356 期中有報名表 

(4) 請鼓勵報名 

11. 忠恕初、中級部輔導法會: 

(1) 12/9 前回報相關名單 

(2) 輔導法會日期:108/1/19 下午 13:00~1/20 下午 16:00, 地點: 忠恕道院 

12. 初、中、高級部結業生參加典禮總人數提報: 

13. 11/24(六)是選舉日期，當天停課 

14. 接下之重要行事: 

107 10 15 一 先天寶塔(秋季)自由祭拜 10/15~28(一~日) 先天寶塔 

107 10 18 四 大單位道務運作會議 20:00-21:30 各定點 

107 10 27 六 台北、中壢道義班法會(兩天一夜)   天華山 

107 10 28 日 台北、中壢道義班法會(兩天一夜)   天華山 

107 10 28 日 講課講師第二次講習 08:00~17:00 天華山 

15. 【提醒】: 

(1) 大單位道務運作會議，領導點傳師出席指導如下： 

ü 自明年開始改由領導點傳師每二個月賜導一個單位(自 107 年 3 月起) 

ü 3 月忠德、5 月孝德、7 月仁德、9 月愛德、11 月信德、1 月義德 

ü 請大單位道務負責點傳師負責聯絡、請示、安排交通…等 

ü 大單位運作會議, 單位所有點傳師、助理、幹部,皆務必出席 

(2) 基礎雜誌各大單位撰寫稿件, 10 月份輪由愛德單位負責,感恩 

(3) 請確實傳達點傳師班中資訊, 以符上情下達、下情上達、上下一心、團結合作(資

訊透明、流通) 

 

三、 總務報告： 
1. 天華山明年點傳師值班表。 

星期一:黃前忠，黃金忠。 

星期二:黃成德，呂寶華，周美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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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三:李邦雄，羅榮忠。 

星期四:王正榮，江永德，林正修。 

星期五:趙惟坤，林漢章，賴顯章。 

星期六:黃世助，洪昆福，蔡清東。 

星期日:李清勳，許宏交。 

註:點傳師推動國內、外道務繁忙時, 以道務優先 

 

四、 其他報告： 
1. 10/28 年度講師第二次講習，敬請鼓勵所有講師務必撥冗參加。特殊因素無法參加

者，須向單位點傳師請假。10/13 前請將出席及請假名單傳給高玲玲講師彙整。 

2. 奬助學金申請: 

申請時間： 

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，請於 107/11/10 以前，向本會負責點傳師提出申請，逾

期不受理 

申請書及實施辦法, 請參閱附件 

 

五、 臨時動議： 


